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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推出省内首创、西北地区领先的户政业务全城通办“就近办”、户籍 e 办“在线办”、智慧门牌“码上
办”、容缺办理“简化办”四项极具“含金量”的便民利民新举措；不断扩充群众线下线上办事路径，最大限度
服务保障民生，优化营商环境；
制定“兰州公安户政服务新十条”……近年来，兰州公安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围绕群众关心期望，推出了一系列户政管理服务便民利民举措。此外，在小区、在街道、在家门口，在每
一个地方，
“放管服”改革已实实在在走进市民的生活中，为群众提供便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有温度见实效 为民擎起平安
“兰”
天
兰州公安户政
“放管服”
改革走进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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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安防小区：
“智慧”力量擎起平安“兰”天

“刷脸”即可出入小区；客
人来访，输入动态密码就能打
开楼宇大门……永登县城关镇
南街社区嘉和园小区东区的住
户王斌对这一集便利性、安全
性和科技感为一体的智慧安防
系统赞不绝口，称其为家门口
的平安
“篱笆”
。
智慧安防小区集社区宽带
网络、社区服务、社区管控、数
字控制和物联网应用等先进技
术于一体，智能设备的普及使
用，为小区住户带来了更多安
全保障和便民服务。智慧安防
系统上线使用后，在人脸识别

2

门禁、智慧访客、智慧停车场、
智能监控和人口精细化管理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港城 E 区智慧安防小
区的建成得益于‘公安牵头、企
业协作、物业联合’管理模式的
应用和完善，目前已完成升级
改造，成为智慧安防小区，将原
来单元楼的对讲主机更换成了
人脸识别、模拟摄像头更换成
了网络高清摄像头，共安装人
脸识别系统 57 个，布设高清摄
像头 35 个。”雁西路派出所副
所长铁爱红介绍道。
面对群众较为关心的个人

信息安全等问题，公安机关在
积极拓展与其他信息化系统集
成、互联的应用接口和数据存
量基础上，充分实现与“智慧城
市”
“ 大数据中心”等平台横向
对接、纵向级联、共享共用的同
时，并同步设计研发了安全防
护系统，进一步规范数据采集、
传输、存储的管理和使用授权，
确保数据安全。
目前，兰州市开工建设智
慧安防小区 274 个，覆盖实有
人 口 28.79 万 人 、实 有 房 屋
11.02 万间，人房覆盖率均居全
省第一。

家门口的警务室：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神经末梢”

彭裔涵警务室位于兰州市
城关区新华巷社区第三警务
区，走进警务室，墙上挂着辖区
划片图和“六零”社区工作法，
社区民警彭裔涵根据辖区社区
楼院建立警民微信联系群，除
了便民利民服务解答，更重要
的是了解辖区矛盾纠纷，第一
时间排查化解。同时，联合社

区书记每周抽出一到两天的时
间下社区、入户，现场发现、现
场调解。
广武门派出所建立了“金
钥匙调解室”，邀请司法工作人
员、律师、治安积极分子前来开
展相应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彭裔涵警务室也聘请了相关专
业人员与所里的“金钥匙调解

室”联动对接，确保矛盾纠纷在
源头上减少。
像彭裔涵警务室这样建在
群众家门口的警务室在兰州市
还有很多。今年以来，兰州公
安各派出所结合“百万警进千
万家”活动和“一标三实”常态
化采集维护工作，对重点领域、
重点问题滚动排查、跟踪化解。

兰州市举行
儿童剧《大豆谣》主题教育活动

二维码门楼牌：便民守护“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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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驿站：寸步不离的“安全卫士”

2020 年 8 月的一个夜晚，皋兰县公安局接到李女士报警称，自己被人
从外地绑架到皋兰县境内，趁犯罪嫌疑人不备，偷偷跑了出来。在民警的
指导下，李女士通过扫描二维码门牌，精确定位，民警很快将其解救，并对
犯罪分子予以精准打击。
据石洞派出所社区民警郭彦均介绍，标准地址二维码门楼牌整合了
政务办理、便民服务、本地警务等 8 类 29 项服务功能，群众通过扫一扫家
门口的二维码，就能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在线完成公安、民政、税务、社保等
业务查询和办理。
兰州公安研发上线“兰州市智慧门楼牌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进
行业务查询办理达 30.1 万余人次，真正做到群众家门口的“数据源”，实现
“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

“自从
‘平安驿站’
成立以来，
觉得特别安全，
不论多晚回家，
都能看到
警灯闪烁。因为小区比较大，以前半夜还要家人来接，自从有了‘平安驿
站’
，
只要有需要给民警说，
他们就会很热情地把我们送到家门口，
感觉非
常安全。
”
安居小区居民韦女士说道。安居小区属雁滩派出所辖区，
地处雁
滩商业、教育、流动人口聚集区域。2020 年 6 月，城关公安分局在安居小
区建设
“雁南路平安驿站”
，
逐步形成了以
“雁南路平安驿站”
为中心，
辐射 2
个社区 4 个警务区的“2+2+N”
（两名社区民警+两名社区辅警+N 个社区
警务志愿者）社区警务模式，
积极开展治安防控、
群防群治工作。
“自平安驿站建成运行以来，已化解矛盾纠纷 20 余起、及时救助走
失未成年人、老年人、醉酒人员 20 余人，配合社区民警成功劝阻潜在电
信诈骗受害人 4 名。”雁滩派出所社区民警陈禹恺介绍说。
目前，兰州市共建成平安驿站 49 个，切实保障了城市夜间公共安全，
特别是妇女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通讯员 刘胜男 记者 张秀芸

城关区消协普法进社区

讲解维权要领 介绍防骗知识

“唱响
红 色 歌 谣·
传承红色精
神 ”儿 童 剧
《大豆谣》主
题教育活动
现场。
“蚕豆秆，低又低，结出 “小力立的遭遇，让我深刻体
的大豆饱身体，牢房的力力
会到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
夸大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么来之不易，唯有好好学习，
……”8 月 25 日上午，
“ 唱响
天天向上，
才能不辜负无数革
红色歌谣·传承红色精神”儿
命先烈的奉献与牺牲。
”
童剧《大豆谣》主题教育活动
据悉，
本次红色题材儿童
在兰州市烈士陵园举行。本
剧目《大豆谣》主题教育活动
次活动旨在迎接兰州解放 72
以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进
周年，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
行。新时代好少年代表柴怡
色基因。
如在发言时说：
“ 我一直在思
剧目以“西北小萝卜头” 考红色文化是什么，
有哪些动
罗力立为原型创排，
民族音乐
人的故事？对现在的我们又
家王洛宾在狱中为小力立写
有什么现实意义？今天，
我在
下了这首传承革命精神的《大 《大豆谣》里找到了答案！通
豆谣》。剧中小力立的扮演者
过小力立在监狱的生活以及
孔一涵谈起内心感受时表示： 她身边的人和事，
我看到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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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不畏艰难与国民党反
动派进行殊死斗争的英勇事
迹，
看到了革命先烈为推翻国
民党反动政府不惧牺牲的高
尚情怀。他们是路标，是丰
碑，
吾辈当自强！
”
在歌曲《大豆谣》的乐曲
声中，第二届全国红色故事
讲解员大赛志愿组优秀讲解
员获得者西北师范大学马雨
宁 以《一 首 不 忘 的 歌 谣》为
题 ，讲 述 了 歌 曲 的 创 作 故
事。活动最后，与会各方代
表参观了兰州战役纪念馆。
文/图 掌上兰州·兰州
晨报记者 王思璇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
讲解了互联网时代“直播带货”
记者徐静雯）
“送法进社区”，我为 “电视购物”如何维权，还重点向
群众办实事。8 月 25 日上午，省
老年群体介绍了如何防范诈骗
消费者协会党支部、城关区消费
等相关生活知识。此次活动，共
者协会联合广武门街道大教梁社
向社区居民发放《消费宝典》
《老
区在大教梁住宅小区，开展了“守
年消费防骗指引》等上千份宣传
护安全 畅通消费”活动。
资料。小区居民刘阿姨说：
“通
消协工作人员现场就消费
过消协工作人员的讲解，知道了
维权方面的问题，为前来咨询的
今后怎样选择保健品，谨防上当
社区居民解难答惑，同时向居民
受骗。”

西固区商务局牵头解决
“买菜难”

设立“惠农·利民服务站”
让居民吃上便宜新鲜放心菜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
通讯员果伟强 首席记者熊园）近
期，西固区商务局围绕本地农产
品存在的“卖菜难”问题，牵头兰
州金诚农菜居民服务有限公司在
全区各社区、小区内设立“惠农·
利民服务站”，将党史学习教育与
服务群众有机结合，把理论学习
热情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的工作动力。
“ 惠 农·利 民 服 务 站 ”的 设
立，不仅满足了城区居民吃到低
价优质果蔬的需求，让居民享受
到质优价廉、就近便利的消费服

务，而且以高于地头收购价收购
本地农产品，助力农民增收，从
源头减少农民进城占道销售问
题。同时，通过建立落实内部农
残检测、产品追溯等工作，把控
好农产品购销质量，让居民吃得
放心。
截至目前，已在花园小区、兰
西铁苑、合水嘉园等 6 个小区设
立“惠农·利民服务站”，均以棚厅
形式销售来自大滩村、东川镇、孟
家山、张家台、张家大坪等农村合
作社的本地当季蔬菜共计约 24
吨。

